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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549        证券简称：兴润金控       主办券商：国泰君安  

  

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 2016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告追认的 2016 年度关联交易为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性关联

交易和偶发性关联交易。 

2016 年公司因日常经营与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其中，为关联

方提供担保 39,800,000.00 元；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20,500,000.00 元；

收取担保费及评审费 2,141,500.00 元；收取小额信贷贷款利息

381,254.70 元；收取咨询费 350,839.37 元。 

2016 年公司自关联方盘锦腾蛟起凤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拆入

资金 21,000,000.00 元；2016 年公司购买关联方持有小额贷款公司股

权支付股权转让款 41,000,000.00 元；2016 年公司自关联方收回股权

转让款 20,000,000.00 元。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辽宁事事灵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事事灵物业”）、盘锦联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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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资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资讯”）、辽宁中升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升石油”）、辽宁天一农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天一农药”）、盘锦润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泰商贸”）、

盘锦蟹田贡米业有限公司为公司（以下简称“蟹田贡米业”、盘锦奥马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马建筑”）、辽宁辽河泰利达石油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利达石油”）、盘锦腾蛟起凤信息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蛟起凤”）为公司股东。 

盘锦昊霆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昊霆园林”）为

公司股东盘锦博亚惠农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辽宁中润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城乡建设”）为

公司股东辽宁中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盘锦凯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信房地产”）为公司

股东盘锦凯润置业有限公司、盘锦现代电梯销售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控

制的公司。 

盘锦中润渔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渔港”）、盘锦中润特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特塑”）、盘锦中润城建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润城建开发”）为公司股东辽宁中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

控制的公司。 

辽宁天龙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塑胶”）为公司股东辽宁

天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公司。 

盘锦泰利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利达软件”）为公司

股东辽宁辽河泰利达石油技术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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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超、任国东、耿玉红、滕建、李长飞为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

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 2016 年度

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分为 18 个表决事项，分项进行表决。 

事项一：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收取事事灵物业 1,2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费 420,000.00 元，2016

年度已经追认 350,000.00 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二：2016 年 1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为四方资讯银行贷款 4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止；2016 年 7 月，公司控股子公

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四方资讯银行贷款 1200 万元提供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7 月 6 日至 2017 年 7 月 3 日止；2016

年 11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四方资讯银

行贷款 18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7

年 11 月 8 日止；2016 年 12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为四方资讯银行贷款 4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止，合计担保金额 2,180 万

元，超预计金额 980 万元。 

2016 年 11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向四方资讯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50 万元，贷款已于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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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结清。 

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四方资

讯 218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费 763,000.00 元，超预计 343,000.00

元。 

2016 年 11 月，公司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收取四方资讯小额贷款利息 2,641.51 元。 

2016 年 11 月、12 月，盘锦汇信商贸有限公司为四方资讯提供咨

询业务，分别收取咨询费 19,417.48 元、23,818.45 元，合计 43,235.93

元，超预计 11,235.93 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三：2016 年 6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为中升石油银行贷款 45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6 月 30 日至 2017 年 6 月 29 日止；2016 年 10 月，公司控股子公

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中升石油银行贷款 900 万元提供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2 日止；2016

年 12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中升石油银

行贷款 8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8 日止，合计担保金额 2,180 万元，超预计金额 800 万元。 

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中升

石油 215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费 752,500.00 元，超预计 325,000.00

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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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四：2016 年 6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为天一农药银行贷款 20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6 月 8 日至 2018 年 7 月 27 日止；2016 年 12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

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天一农药银行贷款 1000 万元提供保证

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止，合计

担保金 2000 万元，超预计 2000 万元，2016 年度已经追认 1000 万元。 

2016 年 10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向天一农药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400 万元，贷款已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结清；2016 年 12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

台区兴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天一农药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500 万元，

贷款已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结清。 

2016 年 8-12 月，公司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收取天一农药小额贷款利息 15,849.06 元。 

2016 年 8 月、11 月、12 月，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

天一农药提供咨询业务，分别收取咨询费 75,471.70 元、23,113.21 元、

57,862.26 元,合计 156,447.17 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五：2016 年 7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为昊霆园林银行贷款 12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7 月 6 日至 2017 年 7 月 4 日止。 

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昊霆

园林 12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42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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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宋朴海回

避表决； 

事项六：2016 年 12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

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中润城乡建设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300 万元，贷

款已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结清。 

2016 年 8-12 月，公司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收取中润城乡建设小额贷款利息 99,936.79 元。 

2016 年 2 月、3 月、9 月、12 月，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为中润城乡建设提供咨询业务，分别收取咨询费 339,805.83 元、

169,811.32 元、100,566.04 元、48,301.89 元,合计 658,485.08 元,2016

年度已追认 509,617.15 元。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学仁回

避表决； 

事项七：2016 年 8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

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凯信房地产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500 万元，贷款

已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结清。 

2016 年 10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收取凯信房地产小额贷款利息 50,629.25 元。 

2016 年 11 月，盘锦汇信商贸有限公司为凯信房地产提供咨询业

务，收取咨询费 4,854.37 元。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长凯回

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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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八：2016 年 12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

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中润渔港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300 万元，贷款已

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结清。 

2016 年 12 月，公司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收取中润渔港小额贷款利息 11,886.79 元。 

2016 年 12 月，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中润渔港提供

咨询业务，收取咨询费 13,584.91 元。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学仁回

避表决； 

事项九：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收取润泰商贸 16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560,000.00 元,超预计

220,000.00 元,2016 年度已追认 10,000 元。 

2016 年，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收取润泰商贸小额贷款利息 239,278.30 元, 2016 年度已追认

38,967.00 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十：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收取蟹田贡米业 12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420,000.00 元，超预计

120,000.00 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十一：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收取奥马建筑 9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315,000.00 元，超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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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00 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十二：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收取天龙塑胶 5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175,000.00 元，超预计

17,500.00 元。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雒波回避

表决； 

事项十三：2016 年 7 月，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泰

利达软件提供咨询业务，收取咨询费 15,849.06 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十四：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收取中润特塑 98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343,000.00 元，收取中润

城建开发 9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315,000.00 元，收取中润渔港

9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315,000.00 元，合计金额 973,000.00 元，

超预计 556,000.00 元。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学仁回

避表决； 

事项十五：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11 月 25 日分别自盘锦腾蛟起凤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拆入 100

万元、2000 万元，2016 年 12 月 9 日该款项归还。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马力强回

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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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十六：孙超持有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00

万股权转让给盘锦银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获得辽宁省人民政府金

融工作办公室审批，所以 2016 年 5 月 3 日孙超将股权转让款归还盘

锦银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十七：盘锦银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分别

与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东任国东、耿玉红、李

长飞、滕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购买其持有小额贷款公司的股权合计

2,900 万股，同时，2016 年 5 月 5 日分别支付股权转让款 800 万元、

1,000 万元、1,000 万元、100 万元；盘锦仁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1 日与任国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购买其持有小额贷款公司

的股权 1,200 万股，并于当月支付股权转让款 1,200 万元，以上股权

转让事项已提交辽宁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审批。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事项十八：公司子公司盘锦汇信商贸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4

日与北京丰立鼎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江丰旅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三方签订千丈岩项目委托投资协议，约定由盘锦汇信商贸有限公司

出资 2,000 万元委托北京丰立鼎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浙江丰旅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取得千丈岩景区收益权，盘锦汇信商贸

有限公司承担项目投资的风险及收益，由北京丰立鼎盛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代表盘锦汇信商贸有限公司与浙江丰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

订相关合作协议，并对景区收益权回款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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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不涉及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不存在。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 

代表人 

辽宁事事灵物

业有限公司 

1,500 
大洼县王家乡

旭东村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李全生 

盘锦联合四方

资讯有限公司 

1,000 

盘锦市兴隆台

区兴隆大街鹤

翔路 1-44-160-1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郭洪涛 

辽宁中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2,000 
盘锦市兴隆台

区工业开发区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张泽国 

辽宁天一农药

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6,000 

辽宁省盘锦辽

东湾新区化工

园区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史连波 

盘锦润泰商贸

有限公司 

1,000 

兴隆台区油田

医院北侧(兴隆

台街 69 号)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姜桂华 

盘锦蟹田贡米

业有限公司 

1,500 
盘山县甜水乡

孙家村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钱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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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奥马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500 

盘锦经济开发

区石油高新技

术 产 业 园

1-17-22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马丰 

辽宁辽河泰利

达石油技术有

限公司 

5,003 

辽宁省盘锦市

兴隆台区兴隆

台街 86 号（华

油综合楼）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赵长宏 

盘锦腾蛟起凤

信息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20,000 

辽宁省盘锦市

兴隆台区石油

大街 130号瑞诗

酒店 1208 室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马力强 

盘锦昊霆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58,153 

盘锦辽滨沿海

经济区鑫汇隆

工业园 

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 
王丽艳 

辽宁中润城乡

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5,000 

盘锦市辽东湾

新区二界沟街

道兴隆路北综

合办公楼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李学仁 

盘锦凯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800 
盘锦市兴隆台

区市府大街 15#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李长飞 



公告编号：2017-007 

12 
 

盘锦中润渔港

有限公司 

5,000 

盘锦辽东湾新

区二界沟海隆

村兴隆路北办

公楼 201 室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李学仁 

盘锦中润特塑

有限公司 

10,000 

盘锦市盘山县

吴家乡团结村

精细化工循环

示范区 

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 
张子蜀  

盘锦中润城建

开发有限公司 

500 

辽宁省盘锦辽

东湾新区物流

大厦 618 室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栾鸾  

辽宁天龙塑胶

有限公司 

3,000 
盘锦经济开发

区天龙工业园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雒华  

盘锦泰利达软

件技术有限公

司 

300 

辽宁省盘锦市

兴隆台区兴隆

台街 86 号华油

综合楼三楼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金德明 

孙超 -- 

辽宁省盘锦市

兴隆台区创新

街铁塔社区 

自然人 -- 

任国东 -- 
辽宁省盘锦市

双台子区红旗
自然人 -- 

http://www.qichacha.com/search?key=%E5%BC%A0%E5%AD%90%E8%9C%80#index:4&
http://www.qichacha.com/search?key=%E6%A0%BE%E9%B8%BE#index:4&
http://www.qichacha.com/search?key=%E9%9B%92%E5%8D%8E#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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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长征社区 

耿玉红 -- 

辽宁省盘锦市

兴隆台区创新

街商西社区 

自然人 -- 

滕建 -- 

辽宁省盘锦市

兴隆台区振兴

街财贸社区 

自然人 -- 

李长飞 -- 

辽宁省盘锦市

兴隆台区创新

街铁塔社区 

自然人 -- 

（二）关联关系 

1、辽宁事事灵物业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4.66%股份； 

2、盘锦联合四方资讯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0.16%股

份； 

3、辽宁中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1.55%股

份； 

4、辽宁天一农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0.03%

股份； 

5、盘锦润泰商贸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5.65%股份； 

6、盘锦蟹田贡米业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2.95%股份； 

7、盘锦奥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1.55%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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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辽宁辽河泰利达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1.55%股份； 

9、盘锦腾蛟起凤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1.37%股份； 

10、盘锦昊霆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东盘锦博亚惠

农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11、辽宁中润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辽宁中润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12、盘锦凯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盘锦凯润置业有限

公司、盘锦现代电梯销售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13、盘锦中润渔港有限公司、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盘锦中润

城建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辽宁中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

的公司； 

14、辽宁天龙塑胶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辽宁天龙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间接控制的公司； 

15、盘锦泰利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辽宁辽河泰利达石

油技术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16、孙超、任国东、耿玉红、滕建、李长飞为公司二级参股子公

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事

事灵物业 1,2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费 420,000.00 元，2016 年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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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追认 350,000.00 元。 

2、2016 年 1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

四方资讯银行贷款 4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止；2016 年 7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

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四方资讯银行贷款 12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7 月 6 日至 2017 年 7 月 3 日止；2016 年 11 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四方资讯银行贷款 18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7 年 11 月

8 日止；2016 年 12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为四方资讯银行贷款 4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止，合计担保金额 2,180 万元，超预计

金额 980 万元。 

2016 年 11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向四方资讯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50 万元，贷款已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结清。 

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四方资

讯 218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费 763,000.00 元，超预计 343,000.00

元。 

2016 年 11 月，公司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收取四方资讯小额贷款利息 2,641.51 元。 

2016 年 11 月、12 月，盘锦汇信商贸有限公司为四方资讯提供咨

询业务，分别收取咨询费 19,417.48 元、23,818.45 元，合计 43,2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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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超预计 11,235.93 元。 

3、2016 年 6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

中升石油银行贷款 45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6 月

30 日至 2017 年 6 月 29 日止；2016 年 10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

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中升石油银行贷款 9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

保期限自 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2 日止；2016 年 12 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中升石油银行贷款 8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8 日止，合计担保金额 2,180 万元，超预计金额 800 万元。 

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中升

石油 215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费 752,500.00 元，超预计 325,000.00

元。 

4、2016 年 6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

天一农药银行贷款 20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6 月

8 日至 2018 年 7 月 27 日止；2016 年 12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

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天一农药银行贷款 10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止，合计担保金

2000 万元，超预计 2000 万元，2016 年度已经追认 1000 万元。 

2016 年 10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向天一农药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400 万元，贷款已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结清；2016 年 12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

台区兴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天一农药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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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已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结清。 

2016 年 8-12 月，公司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收取天一农药小额贷款利息 15,849.06 元。 

2016 年 8 月、11 月、12 月，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

天一农药提供咨询业务，分别收取咨询费 75,471.70 元、23,113.21 元、

57,862.26 元,合计 156,447.17 元。 

5、2016 年 7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

昊霆园林银行贷款 12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7 月

6 日至 2017 年 7 月 4 日止。 

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昊霆

园林 12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420,000.00 元。 

6、2016 年 12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向中润城乡建设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300 万元，贷款已

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结清。 

2016 年 8-12 月，公司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收取中润城乡建设小额贷款利息 99,936.79 元。 

2016 年 2 月、3 月、9 月、12 月，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为中润城乡建设提供咨询业务，分别收取咨询费 339,805.83 元、

169,811.32 元、100,566.04 元、48,301.89 元,合计 658,485.08 元,2016

年度已追认 509,617.15 元。 

7、2016 年 8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向凯信房地产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500 万元，贷款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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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31 日结清。 

2016 年 10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收取凯信房地产小额贷款利息 50,629.25 元。 

2016 年 11 月，盘锦汇信商贸有限公司为凯信房地产提供咨询业

务，收取咨询费 4,854.37 元。 

8、2016 年 12 月，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向中润渔港提供小额信贷贷款 300 万元，贷款已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结清。 

2016 年 12 月，公司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收取中润渔港小额贷款利息 11,886.79 元。 

2016 年 12 月，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中润渔港提供

咨询业务，收取咨询费 13,584.91 元。 

9、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润

泰商贸 16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560,000.00 元,超预计 220,000.00

元,2016 年度已追认 10,000 元。 

2016 年，公司二级参股子公司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收取润泰商贸小额贷款利息 239,278.30 元, 2016 年度已追认

38,967.00 元。 

10、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

蟹田贡米业 12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420,000.00 元，超预计

120,000.00 元。 

11、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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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建筑 9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315,000.00 元，超预计 80,000.00

元。 

12、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

天龙塑胶 5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175,000.00 元，超预计 17,500.00

元。 

13、2016 年 7 月，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泰利达软

件提供咨询业务，收取咨询费 15,849.06 元。 

14、2016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取

中润特塑 98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343,000.00 元，收取中润城建开

发 900 万元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315,000.00 元，收取中润渔港 900 万元

贷款担保费及评审 315,000.00 元，合计金额 973,000.00 元，超预计

556,000.00 元。 

15、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11

月 25 日分别自盘锦腾蛟起凤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拆入 100 万元、

2000 万元，2016 年 12 月 9 日该款项归还。 

16、孙超持有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00 万股

权转让给盘锦银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获得辽宁省人民政府金融工

作办公室审批，所以 2016 年 5 月 3 日孙超将股权转让款归还盘锦银

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盘锦银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分别与盘锦

市兴隆台区兴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额贷款公司”）的股

东任国东、耿玉红、李长飞、滕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购买其持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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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贷款公司的股权合计 2,900 万股，同时，2016 年 5 月 5 日分别支付

股权转让款 800 万元、1,000 万元、1,000 万元、100 万元；盘锦仁通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1 日与任国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购

买其持有小额贷款公司的股权 1,200 万股，并于当月支付股权转让款

1,200 万元，以上股权转让事项已提交辽宁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

室审批，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股权转让变更尚未取得批准。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有偿公

平、双方自愿的原则，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对

公司经营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良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所需，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性业务。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且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担保费、小额信

贷贷款利息、咨询费等业务收入均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收入，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三）超出预计金额的原因 

担保金额，担保费及评审费超出预计原因：由于客户从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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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增加，所以担保金额超预计额，同时担保费及评审费相应超出预

计额；小额信贷贷款，小额贷款利息超于预计原因：客户用款需求增

加；咨询费超出预计原因：客户有关于借款、风险投资、财税等相关

内容咨询服务增加。 

六、备查文件目录 

《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7 日 


